祂，代替我们
而死，是我
唯一追求
的目标；
祂，为我们而
复活，是我
唯一的渴望。
圣依纳爵•安提约基雅

（St. Ignatius of Antioch）

当天的经文
匝九：9-10
咏一四四：1-2，
8-11，13-14

2020年7月5日

同时，祂也将是一个谦逊的统治者，祂将宣布
和平。今天的答唱咏也描绘了祂美好的形象：
“上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祂常缓于发怒，
仁爱无量”。
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时，这些形象变成了真
实。藉着祂，人类亲身认识并体验了上主的无
比温和善良及仁爱慈祥。基督还施展和教导了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为人类规定了“不
同的”生活定律。这意味着身为祂的门徒，我
们被召叫尽一切努力依据祂的教导和准则来学
习和生活。否则，我们不能称自己为基督的跟
随者。圣保禄也强调“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
谁就不属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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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主题︓ 我已把他们派遣到世界上去

按照谁的准则？

今天，身为基督的跟随者和见证者，我们该问
问自己：“我有向世人表现基督为我设定的
‘生活方式’和‘准则’吗？”“如果我们的
主施展仁爱和慈悲，并谦卑地生活，我是否也
该跟着做呢？”

罗八：：9，11-13

基督非常了解人类。祂不只是在认知方面与祂
的听众沟通，也与他们的心灵沟通，以帮助他
们体验天父的爱，以及祂对他们的爱。藉着祂
的生活和教导，祂赐给我们一个范例，彰显出
每周佳句 爱的意义。尽管堪当不起，但天主还是派遣我
们到世界上，效法耶稣，去爱他人。愿我们在
天主派遣我们到
祂的圣神内，按照祂的准则而生活，好让世界
世界上效法耶稣
透过我们的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去爱他人
玛十一：25-30

只供內部傳閱
BUL 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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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着上主所应许要派遣给他
们的默西亚，他们期待祂是位伟大的君王或政治领
袖。在读经一中，匝加利亚先知给犹太人预言默西亚的
形象。所应许的默西亚肯定是一位伟大和胜利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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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主题：
牧民主题：喜悦中被派遣去治愈
（2020 年七月）
福传/召唤：我已把他们派遣到世界上去

2020 年 7 月 04 / 05 日:
常年期 十四 主日： 匝 9, 9-10 咏 144, 1-2, 8-9, 10-11, 13cd-14 罗 8,9,11-13 玛 11, 25-30
“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咏 144）
亲爱的外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根据政府复原期行管令的指示，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目前请您不要
到教堂参加弥撒直到另行通知。非常的抱歉！
1) 7 月 12 日 (日): 8.00 am (国) 11.00 am (华) –
国 – 只有 BECs Maria Bunda, Sikamat (Z-3) & BEC Hati Kudus (Z-13)
华 – 线上报名: https://forms.gle/7jmnCXvYi4kUMrVk6
2)

7 月 19 日 (日): 8.00 am (淡); 11.00 am (英)
淡 – 只有 BECs, St. Cecilia (Z8), Sts Titus & Angela (Z10), St. Thadeus (Z11), St. Hendry (Z12),
Sts James /Clement/ Monica (Z13), Sts. Bernadine 1,2,3,4 / John Paul II / Bruno 1, 2, 3/ St.
Catherine / S2 Heights (Z 16)
英 – 只有 BECS – Sts. Joseph/Albert/Margaret (Z 1), Sts. Ambrose/Hilary 2/ Fabian/ Joseph of
Cupertino/ Basil (Z 3), Sts. Mary/Joan/Christopher/George (Z 6), Sts. Robert.Stephen/Timothy (Z
7), St. Martha (Z10), Sts. Thadeus/Mathews/Joseph (Z 11)

3) 7 月 26 日 (日): 8.00 am (淡); 11.00 am (英) - 详情日后通知
注 : ａ)请所有来教堂参与感恩圣祭的教友们自行预备口罩及务必戴上口罩参与感恩圣祭
ｂ)请提早在感恩圣祭的一小时半前到达教堂以进行所有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标准操作程序要求 （SOP）
a) 参加弥撒的教友应遵守指示/ SOP，并与服务协调员合作
b) 参加弥撒的教友应携带身份证（I.C.）
c) 如有感觉不适，有感冒，喉咙痛，咳嗽，呼吸困难的教友，即使您的名字在清单中，请您不要参加
弥撒。
d) 在进入教堂之前，请戴上口罩/登记/量体温/双手消毒，弥撒后请即刻离开教堂。
e) 参加弥撒的每位教友将领取一张带号码牌，请收好号码牌并在弥撒之后交回给负责人.
f) 请注意！目前暂时没有告解圣事
g) 请按照指示坐在特定座位上
h) 请勿触摸他人，彼此拥抱或握手。只能手领受圣体。
i) 上厕所时，必须守规则，不能太拥挤。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j) 您必须在弥撒后立即离开教堂。
请为亡者祈祷：

1) Doreen Ng (d.o.d : 30/06/20)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

2) Hu Sepang (d.o.d : 03/07/2020)

管制令堂区暂时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1.30pm
星期六：8.30 am - 1.30 pm

直到另行通知。

➢ 像小孩子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与天主建立关系时，只有智慧是不足够的，除非
是结合了像小孩子一样的奇妙和降服。 耶稣真正的目的正是要让我们
理解与天主亲密的关系。玛 11:28“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

我的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就是说明了对天主的依赖。 尽管
我们遇到了各种问题，让我们相信祂当祂说，我的轭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愿祝福及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

Fr. Xavier 及 Fr. Kenneth 启

堂区奉献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 至 6 月 28 日（于行动管制令期间）
资助教堂
累积数目 :

祈祷室

RM37,836.00
RM16,188.00
谢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PIHDM 食物银行
RM6,825.00

捐款 / 奉献 :
教友们若要在这段时间为以下任何一项做出奉献:
(1) 资助教堂
(2) 奉献弥撒
(3) 祈祷室翻新
(4) PIHDM 食物银行
本堂鼓励大家使用网际网络，转账于本堂银行户口，资料如下：
a) 银行：Public Bank Berhad
b) 户口持有人：Church of Visitation
c) 户口号码：3121194612
请在网上转账时注明以下详细资料，以方便堂区办公室妥善处理这些奉献：
(i) 金额
(ii) 目的 - 以下任何一项：
(1) 资助教堂
(2) 奉献弥撒至（名字）Mass Intentions for (name) –（为亡者灵魂意向、感恩
意向或其他特别意向)
(3) 堂区奉献 Parish Donation / 祈祷室翻新 Adoration Room Makeover
(4) PIHDM 食物银行（欲知详情，请联系 John Davidson: 017-615 8961 或
Bernadette: 012-271 5840
请把交易记录（Transaction Slip）电邮至堂区电子邮址：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 以便堂区办公室做记录用途，谢谢！

